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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扶贫一线 做好产业扶贫突击队

承德津垦牧业联合党支部坚持把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光荣使命，主动
融入东西部扶贫协作天津市对口帮扶承
德市产业化扶贫项目，支部党建工作始
终围绕着如何在推进“津承扶贫百万只
优质肉羊产业化项目发展”中持续发挥
好党组织和党员
“两个作用”
开展。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围
场地区的严寒天气，承德津垦牧业联合
党支部沉着应对，展现了极强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充分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公司实
际，党支部果断实施封场举措，将疫情防
控和保障饲草供应当作头等大事。随着
公司产羔育幼又一个高峰期来临，党支
部带领驻场党员干部，从正月十五开始，
按照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推动复工
复产的指导思想，每天巡视在羊舍，时刻
关注羊舍的温度、湿度，为初产羔羊安置
暖床，极大保证了小羊安全、顺利度过最
脆弱的时期。
两年来，承德津垦牧业联合党支部
立足产业扶贫需要，聚焦贫困群众增收
目标，创新推行“五个一批”产业扶贫模
式。通过“入股分红”助力一批、
“寄养托
管”增收一批、
“投母收羔”扶持一批、
“订
单采购”带动一批、
“ 入企就业”转化一
批，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精准帮扶。

主动请缨决战一线 做好百万蛋鸡
“守护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擎画
“天食担当”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99年的艰苦奋斗，
99年的辉煌历程，
99年的努力拼搏，
我们党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
道路，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险隘，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切向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
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引领
着每一个党组织，
指引着每一名共产党员，
上下同欲、
同舟共济，
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一年来，天津食品集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战在
“双战双胜”
的保障一线，做好市民放心菜篮子；奋战在脱贫攻坚的
决胜战场，做好产业扶贫突击队；奋战在对外开放的时代前沿，做好“一带一路”践行者；奋战在农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做好现代都市农业引
领者，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他们牢记初心、
践行使命，让党徽熠熠生光，彰显了新时代
“天食人”
的使命担当。
今年是天津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天津食品集团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在深化改革、保障民生、脱贫攻坚等 8 个方面强化用力，履行好国有企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职工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秉守
初心、
笃定前行，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成为“信得过、
靠得住，关键时刻拉得出、
打得赢”的铁军，确保“双战双胜”，在天津全面建成高质量小
康社会的道路上，始终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最前方。

党委工作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工作，做到
“双战双胜”。
利民公司第一党支部的党员分布在
天津利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党总支 公司管理部室、生产车间、黑龙江基地和
充分发挥政治领航作用，把企业高质量
非洲加纳项目。人员的分散，没有成为
发展与全面从严治党高效融合，坚持以 支部工作的阻碍，互联网成为党员们的
上率下、学促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不
助手，微信、视频等沟通方式，支撑起日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常的学习和支部活动，实现支部活动全
到“两个维护”，持续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覆盖。
助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双战双胜”
。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考
战“疫”期间，利达物流服务公司党 验，党支部党员主动冲在前面，始终坚守
员坚持在思想政治上带头、在生产经营 一线，时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二月份
上带头，充分发扬了勇挑重担、攻坚克难
复工复产后，面对疫情管控人员不足的
的精神。疫情初期，广大党员自愿放弃
压力，党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发挥支部
休假，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坚守防疫
跨部门优势，组织支部党员积极协作，保
一线；成立以党员为骨干的应急保障队
证企业安全有序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生
伍，24 小时待命，保证储备粮食随时调
产技术部及时调度生产计划，组织党员
得出、供得上；成立生产突击队，在外来 干部迅速充实到一线确保生产进度；安
务工人员返程延迟的情况下，提前启动 保部做好疫情期间应急值守、环境消毒、
大米加工生产线，全力保障市民防疫攻 应急物资配置等繁杂的疫情防控工作，
坚的米袋子。
主动放弃午休时间为全厂职工做好午间
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利达物流公
体温测量；基建设备部做好设备调试检
司党总支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全身心投入 修，确保设备运行正常，保证了番茄酱、
到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工作中，整合多 面酱等核心产品的足量供应，指导二车
方资源、吸引优质客户，助力天食利达小 间仅用一周时间完成一个月的生产设备
站稻展示交易中心顺利开业，持续为小 改造升级，确保了蒜蓉辣酱全规格立体
站稻产业发展加码助力、赋能增效，以共
袋的供应；利丰加纳公司和海伦洪晟公
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提升环首都区
司党员带头响应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带
域粮食安全与应急供应保障能力做出积 头做好疫情防控，保证生产安全有序进
极贡献。
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着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坚守一线善打硬仗 做好百姓美味保障者
筑坚筑强战斗堡垒 做好老百姓
“米袋子”

利民公司第一党支部坚持融入中心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紧紧围绕公司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做好城市供应
“逆行者”
80 后 的 张 全 有 很 多 身 份 ，国 企 员

工、青年岗位能手、科技创新工作者、先
进工作者，其中最光荣的身份则是一名
共产党员。作为商贸公司仓储物流部经
理，他时刻牢记保障“菜篮子、米袋子、
肉案子”市场供应的使命，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与力量，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张全所在的仓储物流部承担着商贸
公司经销的全品类商品出入库、仓储及
物 流 配 送 服 务 ，是 采 购 供 销 业 务 的 枢
纽。因工作需要，部门全年无休，张全更
是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主动放弃节
假休息，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
工作作风，坚守在工作一线，全力做好商
品的仓储及配送保障。
“我是党员，我上”，
“我年轻有体力，
我上”，
“ 家里没负担，我报名”……新春
之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津沽
大地骤然打响。腊月二十九，仓储物流
部接到紧急通知，大年初一要完成配送
二十多家医院的慰问保障任务。张全紧
急集合节前已连轴运转了两个星期的员
工们，动员令就是集结号，在他率先表态
带动下，党员们纷纷亮出身份请战，青年
员工们积极踊跃报名，配送和接卸过程
严格执行各项防护措施，保障了任务圆
满完成。
张全带领部门同事，克服了疫情影
响，在压实疫情防控各项管控措施的同
时，保证了食品集团零售终端日常供应
生鲜蔬菜、粮油、肉蛋奶等各类民生产品
的配送，持续落实好市委、市政府慰问本
市防疫一线医务人员及家属的装箱配送
任务，体现了一名国企党员干部的责任
担当。

实干铸就不凡业绩 做好新时代的养牛人
于化福现任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第五奶牛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五年多来，他积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全场职工，
“干”字当
头，创新竞进，从牛舍硬件设施的小改小
造、牛群结构的优化、生产技术指标的提
升、原材料的品控等多方面入手，通过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第五奶牛场分
公司经济指标和生产指标实现了跨越式
增长，2019 年实现利润 1239 万元，突破
了第五奶牛场分公司建场以来的历史，
成母牛头均年单产由 2014 年 9.2 吨一跃
成为 2019 年的 12.6 吨，在全国成母牛单
产评比中名列前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
了做到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作
为党支部书记，于化福无暇顾及妻子和
两个年幼的孩子，带领场员工积极响应
公司号召，正月初二就实施了场区的封
闭化管理，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为稳定员工情绪，他坚持每天深入
到职工群众中去，早上六点钟到各班组
巡视，查问生产运行情况及人员思想动
态和健康状况。有时因为工作任务繁
重，人员紧张，他就亲自上阵帮助人员紧
缺的清粪组清理运动场，确保环境清洁
卫生，提高奶牛舒适度。因疫情影响，饲
料面临短缺的难题，他就带领全场职工
积极参与到散装豆粕的装袋、标包、封
口、码放等重体力劳动中，确保牛场饲料
供应。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于化
福坚守自己的信仰，响应党的号召，牢记

党的宗旨，立足本职、勇挑重担，用行动
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吴凤明是天津市广源畜禽养殖有限
公司总经理，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处处
体现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的行
动和付出践行初心和使命，切实为保障
津城百姓鸡蛋供应不懈奋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吴凤明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积极组织公司职工有
力有序开展疫情防控，
全力以赴保障鸡蛋
市场供应。为稳定职工情绪、
确保防疫和
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他主动请缨去条
件艰苦的蛋鸡养殖车间，
带领蛋鸡养殖车
间干部职工封闭在蛋鸡养殖生产一线。他
与车间职工一起养殖蛋鸡、
开展防疫、
同吃
同住，
适应昏暗环境，
克服频繁全身清洗消
毒带来的不适，
克服人员少、
鸡群大的严峻
形势，
和大家一起奋战，
加强消毒、
防疫、
监
控、
维修等工作，
每人每天完成 5000 只以
上的蛋鸡防疫。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当
养殖设备发生故障时，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确保水电供应及生产
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晚上他主动住在狭小
的集装箱房里，
将住宿环境好一点的宿舍
留给其他员工。除夕夜，
他只能通过手机
给家人送去问候。面对家人，
他心存愧疚，
但他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使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确保广源公司
100 万只蛋鸡绝对不出现任何问题，
全力
以赴保障蛋品生产加工及市场供应。
危难时刻尽显担当 做好
“一带一路”
践行者

天津农垦集团保加利亚公司副总经
理、共产党员赵玉培，时刻以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树牢宗旨意识，加强党性
崔佳君现任天津市海燕置业有限公 修养，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慎独
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大事难事 慎微，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2019年4月，
赵玉培与集团援派干部
看担当”，作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面对
共赴保加利亚从事水稻试验项目工作，
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崔佳君能够
对全新的工作环境、
业务领域和工作标准，
始终做到“五个带头”，尽忠职守、勇挑重
他克服困难，
迅速进入角色，
在育秧大棚和
担，充分发挥
“领头羊”
作用。
身上的衣服穿
2020 年 1 月 23 日以来，崔佳君一直 水稻田中一干就是三个月，
他
奋战在海燕公寓疫情防控一线。他精准 不了几天就会浮出一层汗碱。工作中，
大胆尝试，
将中国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
预判先后制定了三套防控预案，统筹调
配人员力量，科学制定值班值守计划，充 专业技术与保加利亚农业生产实际工作相
较好地完成种植水稻工作任务。
分运用“云”上召开支委会、疫情防控专 融合，
回国后，
他主动放弃回老家探亲的计
题会等，筑牢了公寓疫情防控屏障。困
划，
在春节期间和疫情防控最紧要阶段，
面
难面前，方显党员本色，
他舍小家顾大家，
对公司部分领导在境外主持工作不能回到
连续30个昼夜值守在公寓，
为确保疫情防
挑起了公司国内疫情防
控无死角，
每天坚持带头深入宿舍和各个 工作岗位的实际，
控具体落实工作的重担。准备防疫物资、
防控重要卡口，
走遍了公寓 900 多个房间
为员工监测体温、
及时传达
和重要防控点位。作为职工群众的
“贴心 编制防疫手册、
上级指示等各项工作中都有他忙碌的身
人”
，
他坚持为有思想包袱的职工做思想工
经常是一周不回家。他还积极与境外
作，
谈顾虑、
谈办法、
谈思路，
坚定了干部职 影，
公司对接，
在保加利亚疫情爆发后，
及时向
工必胜的信念。面对近 3000 人的返工
确保了境内
潮，
他又当起了
“冷面人”
，
始终坚守底线原 境外公司员工寄送防疫用品，
则，
每日
“硬核”
值守重要卡口，坚决将隐 外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为认真落
实好
“双战双胜”
，
他编撰制定复工复产工
患挡在大门之外。
作预案并组织落实，
通过微信语音、
视频设
在疫情面前，崔佳君带领置业公司
及时了解境外公司疫情防控工作进
党支部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赢得了职工 备等，
展情况，
全力保证中国——中东欧农业合
的理解，关键时刻他用行动践行着初心
和使命，践行着入党誓言，树立了新时代 作示范区建设和农业生产不因疫情原因而
延误，
充分体现了一名年轻党员领导干部
党员的形象，真正做到了公寓忠诚的守
的政治担当和责任担当。
门人。
“硬核”
值守筑牢屏障
做好忠诚担当
“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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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妍 天津农垦红光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机关党支部书记
李 敏 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
卢 婷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副书记、五车间副主任
鲁 鹏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政工部副部长
齐冰玉 天津市桂顺斋食品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
董志良 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干部

天津食品集团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
王 巍 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行政办副主任
刁 婕 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办主任
李明伟 天津市农垦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科员
张俊峰 天津农垦渤海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天津农垦小站稻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王 方 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工程师
王红军 天津农垦津港有限公司水电管理所职工
苏 丹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干事、纪检专员
崔晓丽 天津二商迎宾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熟肉制品厂包装组组长
梅 姗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费用优化主管
李卫顺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冷链车间副主任
黄 丽 天津市大港滨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滨海商厦党支部副书记
孙 健 天津市饮服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科长
王凤涛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
崔福利 天津农垦宏达有限公司综治办主任、
社区第三党支部书记
尹吉泰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张子泉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科员
尹 楠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科员
陈书蕾 天津市二冷食品冷冻有限责任公司团总支书记
崔彦明 天津市二冷食品冷冻有限责任公司党办干事
王 琦 天津市食品研究所有限公司所长助理
赵玉培 天津农垦保加利亚公司副总经理

高文瑞
楫维维
于红玉
张 全
冯 磊
李 哲
李 斯
张修成
李跃斌
崔佳君
于化福
吴凤明
黎宝才
丁云庆
石 磊
杨振宇
张建起
常延宾
冯宝存
方明月
娄 毅
苏 雅

…………………………………………………………………………………

天津食品集团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天津市乳品食品监测中心分析二室副主任
…………………………………………………………………………………
天津市桂顺斋食品有限公司党办主任
中共嘉立荷（山东）牧业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天津食品集团商贸有限公司党办主管
中共天津市广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天津食品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
中共天津农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天津农垦宏益联投资有限公司政工部干部
中共承德津垦牧业联合支部委员会
天津天食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
中共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支部委员会
天津中糖二商烟酒连锁有限公司河北路店工作人员
中共天津广大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天津立达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共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第一支部委员会
中共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冷链车间支部委员会
天津利达粮油储运有限公司保管员
中共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机关行政二支部委员会
天津海燕置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
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奶牛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经理
…………………………………………………………………………………
天津市广源畜禽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天津市森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天津食品集团系统先进基层党总支
华北城（天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
天津农垦东郊有限公司副经理
中共天津利达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天津市通达干腌食品批发有限公司党办主任
…………………………………………………………………………………
河北津垦猎苑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和田地区津垦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天津食品集团系统先进基层党委
天津农垦康嘉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第一育肥场场长
…………………………………………………………………………………
天津利民至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一部部长助理
中共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委员会
天津中迎食品有限公司业务部部长
中共天津市农垦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员会
中交立达（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部副经理
中共天津嘉立荷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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